好書大家讀聯展單位
提醒您，國民中小學書展不開放校外人士參觀。防疫期間請遵守各館相關規定並注
意開放時間，謝謝您。
圖書館/學校/社教機構全名

聯絡電話

國立臺灣圖書館

（02）29266888 分機 3111

未來學校財團法人臺東縣育仁高級中等學校

（089）382839 分機 262

宜蘭市立圖書館

（03）9325164 分機 852

宜蘭縣三星鄉立圖書館

（03）9892604

宜蘭縣冬山鄉立圖書館-冬山館

（03）9592426

宜蘭縣冬山鄉立圖書館—順安館

（03）9592426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

（03）9322440 分機 204

宜蘭縣羅東鎮立圖書館

（03）9572505

宜蘭縣南澳鄉立圖書館

（03）9981915 分機 323

花蓮市立圖書館

（03）8330214 分機 13

花蓮縣文化局圖書館

（03）8227121 分機 156

花蓮縣立豐濱國民中學

（03）8791159 分機 111

金門縣立卓環國民小學

（082）362124 分機 13

金門縣立金城國民中學

（082）325454 分機 204

金門縣金城鎮中正國民小學

（082）325645

南投市立圖書館

（049）2226156

南投信義鄉信義鄉立圖書館

（049）2791534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

（049）2221619 分機 101

南投縣埔里鎮立圖書館

（049）2984144-65

南投縣集集鎮文化服務所

（049）2762034 分機 233

屏東縣牡丹鄉立圖書館

（08）8831162

屏東縣恆春鎮立中山圖書館

（08）8896088 分機 23

苗栗縣政府教育處圖書資訊科 （苗栗縣立圖書館） （037）350916
桃園市立圖書館

（03）2868868 分機 2021

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國民小學

（03）3322268-211

高雄市立圖書館

（07）5360238 分機 5111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04）22625100 分機 1123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中

（089）383629 分機 2201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04）23226940 分機 707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附設圖書館

（02）66101234 分機 5695 或 5588

圖書館/學校/社教機構全名

聯絡電話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圖書館

（05）5523214

新竹縣竹東鎮立圖書館

（03）5962844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圖書資訊科）

（03）5510201 分機 505

新竹縣湖口鄉立圖書館

（03）5990094

彰化縣大村國民中學

（04）8521231 分機 219

彰化縣立北斗國民中學

（04）8882072 分機 22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04）7110743 分機 203

彰化縣埤頭國民中學（埤頭社區共讀站）

（04）8922004 分機 23

彰化縣溪湖鎮湖西國民小學

（04）8852234

臺中市上安國民小學圖書館

（04）24527322 分機 712

臺中市立清水國民中學

（04）26262042 分機 193

臺中市立圖書館（預計 44 館參展）

（04）24225101 分機 605

臺中市立豐東國民中學

（04）25221743-212

臺中市西屯區重慶國民小學

（04）23123517

臺中市東區力行國民小學

（04）23604412 分機 712

臺中市豐原區南陽國民小學

（04）2522-2521 分機 709

臺北巿立麗山國民中學

（02）27991867 分機 244

臺北市士林區三玉國民小學

（02）28751369 分機 736

臺北市士林區葫蘆國民小學

（02）28128586 分機 817

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民小學

（02）27074191 分機 2210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國民小學

（02）25333953 分機 16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國民小學

（02）25914085 分機 12

臺北市中山區永安國民小學

（02）25335672-213

臺北市中山區濱江國民小學

（02）85021571-分機 1103

臺北市中山區懷生國民小學

（02）27710846 分機 503

臺北市中正區螢橋國民小學

（02）23054620 分機 124

臺北市內湖區麗湖國民小學

（02）2634-3888 分機 115

臺北市文山區萬福國民小學

（02）29353123 分機 116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國民小學

（02）29323131 分機 623

臺北市北投區桃源國民小學

（02）28941208 分機 115

臺北市北投區關渡國民小學圖書館

（02）28912847 分機 813 或分機 819

臺北市立士林國民中學（圖書館）

（02）8861-3411 分機 821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02）23110395 分機 813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02）27535316 分機 703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02）27653433 分機 105

臺北市立永吉國民中學

（02）27649066 分機 174

圖書館/學校/社教機構全名

聯絡電話

臺北市立西湖國民中學

（02）27991817 分機 116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02）25524890 分機 26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02）26320616 分機 206

臺北市立松山幼兒園

（02）22715354413

臺北市立清江國民小學

（02）28912764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02）29323794 分機 119

臺北市立華江國民小學

（02）23064352 分機 113

臺北市立興雅國民中學 圖書館

（02）27232771 分機 230 或 250

臺北市立關渡國民中學

（02）28582527

臺北市吉林國民小學圖書館

（02）25219196 分機 812

臺北市松山國民小學

（02）27672907 分機 612

臺北市社子國民小學

（02）2812-9059 分機 813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國民小學（圖書室）

（02）27585076 分機 806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

（02）257204005 分機 815

臺北市建成國民中學

（02）25587042 分機 615

臺北市萬華區龍山國民小學

（02）23082977 分機 715

臺東縣池上鄉立圖書館

（089）862041 分機 136

臺東縣延平鄉立圖書館

（089）561185

臺東縣長濱國民中學

（089）831017

臺東縣政府文化處圖書館

（089）320378 分機 269

臺南市山上區圖書館

（06）5782506

臺南市仁德區圖書館

（06）2703607

臺南市六甲區圖書館

（06）6988003

臺南市北門區圖書館

（06）7861278

臺南市臺江文化中心圖書館

（06）2558136 分機 204

臺南市左鎮區圖書館

（06）5731774

臺南市玉井區圖書館

（06）5741141 分機 24

臺南市立建興國民中學

（06）2139601 分機 12

臺南市立圖書館推廣組

（06）2255146 分機 121

臺南市安平區圖書館

（06）2996281

臺南市安定區圖書館

（06）5921116 分機 172

臺南市安南區土城圖書館

（06）2567126 分機 282

臺南市安南區安南圖書館

（06）2567126 分機 282

臺南市佳里區圖書館

（06）7222127 分機 235

圖書館/學校/社教機構全名

聯絡電話

臺南市官田區圖書館

（06）5793408

臺南市東山區圖書館

（06）6802100 分機 118

臺南市東區林森圖書館

（06）62088431

臺南市東區裕文圖書館

（06）3311492 分機 326

臺南市南化區圖書館

（06）5771247

臺南市南區喜樹圖書館

（06）2625743 分機 405

臺南市後壁區後壁圖書館

（06）6872284 分機 503

臺南市將軍區圖書館

（06）7944758

臺南市麻豆區圖書館

（06）5729007 分機 13

臺南市新市區圖書館

（06）5997340 分機 22

臺南市新營文化中心圖書館

（06）6321047 分機 1208

臺南市學甲區圖書館

（06）7821270

臺南市龍崎區圖書館

（06）5941653

臺南市鹽水區圖書館

（06）6522354

臺南市鹽埕圖書館

（06）2915291 分機 427

